


Heat pumps in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creased 
comfort and decreased gas consumption
家用领域的热泵应用 ：提升舒适性和降低燃气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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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ssmann 公司简介



Employees worldwide 全球员工

Partners 合作伙伴

Users 用户

13.000 Viessmann family members
13.000 菲斯曼大家庭

    13.000
12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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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d in 1917
成立于1917年

2021 Turnover of €3.4bn
54% Export
年营收34亿欧元

其中海外占54%

24 production sites in 12 
countries
在12个国家

建立了24个生产基地

Presence in 74 countries
销售公司遍布74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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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 offices 销售办事处

Production sites 生产基地

Viessmann China - A journey which began in 1997
菲斯曼中国：成功之路始于1997年

V Shanghai 

Beijing HQ 
北京 总部

V

Dachang Factory
大厂 工厂

Employees 员工 
Partners 合作伙伴

    ca.400
>4.000

V     
5
2

V Nanjing
V Xi’An

V Chengdu

Pinghu Factory
平湖 工厂

V Hong Kong



Four generations 
of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四代家族传承，
造就企业家精神

 



We create living spaces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为下一代创造更舒适的生活空间！



在菲斯曼百年庆典
期间，德国总理默
克尔女士访问了菲
斯曼总部工厂和研
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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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ssmann 产品线



我们提供从燃气到可再生能源的全面气候解决方案

Viessmann 产品线



Viessmann - 公司相关的碳排放分析

数据显示，菲斯曼集团直接和间接的碳排放，其中超过98%来自于产品。
所以我们有责任进行产品线的加速转型，减少碳足迹！



Viessmann - 零碳排放的积极倡导者

飞跃至零碳排放

可再生能源电气化采暖系统
燃气和电力混合能源方案

绿色气体和氢能
智慧家庭能源管理系统

新风系统

2021 气候战略 产品线   加速积极转型

空气源热泵产品线 - 重中之重！



Add products

空气源热泵

热泵室内机

蓄热水箱

逆变器和储能电池

新风系统

光伏组件

Viessmann 为气候而生 - 致力于打造面向未来的产品



欧洲- 非化石能源设备市场预测

未来5年，欧洲热泵安装数量翻一
倍

未来5年，欧洲热泵新增数量累计
1000万台

5 10 mln

60 % 热泵
40 % 区域供热/生物质/光热太阳能等

60 40% %

years

到2030年，欧洲热泵新增数量累计 
3000万台，其中德国新增累计达到
600万台

30 mln mln6



Viessmann Group to invest EUR 1 billion in Heat Pumps & Green Solutions
菲斯曼集团投资10亿欧元在热泵和绿色解决方案上

2022.05.02 – Today, the Viessmann Group announced that it will invest EUR 1 billion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to extend 
its heat pump and green climate solutions portfolio. The investments are targeted to expand the family company’s 
manufacturing footprint and R&D labs, thereby also strengthening Europe’s geopolitical energy independence.



© Viessmann Group

Viessmann 空气源热泵产品



1978

1979

1980

1980-1988

1998

1999

2001

2003

2007

2008

2009

2010

2014

2017

2021

1978年
第一代空气源和地源热泵，双能点控制技术
结合燃油或者燃气锅炉，多能互补系统

90年代
搭载涡旋压缩机热泵产品

2003年
Vitocal 350 首次搭载EVI喷气增焓技术

2008年
数字涡旋压缩机
电子膨胀阀

2012年
推出光伏和热泵系统
集成解决方案

2017年
Vitocal 200
超静音35dB机型 

2021年
Vitocal 250-A
R290制冷剂 

Viessmann 热泵产品发展历史



Vitocal 250-A 一体式空气源热泵

高达 70°C 的供水温度

安装简单(类似壁挂炉)
高质量工业设计外观

效率高，运行成本低

极低噪音运行

便于维修的创新水力系统

R290环保制冷剂(GWP=3)

功率 COP (适用于 A7/W35) 欧标能效 噪音(EN 12102-1) 供水温度

2.6 – 13.4 kW 5.3 A+++/A++ 34 dB(A) 70°C(环境 –10°C时)

● Flow temperature up to 70°C
● Easy installation like wall hung boiler
● high quality design of the indoor and outdoor unit
● Low running costs due to high efficiency
● ultra low operating noise
● Innovative hydraulic system for easier servicing
● Climate protecting refrigerant Propane R290(GWP=3)

一体式设计的空气源热泵，即使室外温度低至 –10°C，也可实现高达 
70°C 的供水温度。可以在现有建筑物中实施非常灵活的采暖和制冷
解决方案

Keymark



Vitocal 250-AH/SH 复合式空气源热泵 Hybrid Version

功率 COP (适用于 A7/W35) 欧标能效 噪音(EN 12102-1) 供水温度

2.6至10.4 kW
1.3至11 kW

5.3
5.2

A+++/A++ 32 dB(A)
70/60°C(环境 –10°C

时)

高达 70°C 的供水温度

安装简单(类似壁挂炉)
高质量工业设计外观

效率高，运行成本低

极低噪音运行

便于维修的创新水力系统

R290环保制冷剂(GWP=3)
与已有燃气系统完美结合

● Flow temperature up to 70°C
● Easy installation like wall hung boiler
● high quality design of the indoor and outdoor unit
● Low running costs due to high efficiency
● ultra low operating noise
● Innovative hydraulic system for easier servicing
● Climate protecting refrigerant Propane R290(GWP=3)
● Ideal for combination with existing condensing systems

Hybrid Pro Control可根据室外/
供水温度及个人需求来控制供
热系统。阶梯电价/自有发电
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或者热量
需求都可影响系统的运行，用
户可以根据情况来自主选择经
济模式或者生态模式（以最低
二氧化碳排放量运行）

复合式空气源热泵系统，热泵以特别有效的方式处理基本负荷，冷凝
锅炉仅在特别低的温度下打开以满足峰值负荷的需求

Keymark



Vitocal 150-A/151-A 一体式空气源热泵

功率 COP (适用于 A7/W35) 欧标能效 噪音(EN 12102-1) 供水温度

2.6至14.9 kW 5.0 A+++/A++ 39 dB(A) 70°C(环境 –10°C时)

高达 70°C 的供水温度

安装简单(类似壁挂炉)
高质量工业设计外观

极具性价比

效率高，运行成本低

极低噪音运行

便于维修的创新水力系统

R290环保制冷剂(GWP=3)
集成190L生活热水箱和缓冲水箱

● Flow temperature up to 70°C
● Easy installation like wall hung boiler
● Attractive price/performance ratio
● high quality design of the indoor and outdoor unit
● Low running costs due to high efficiency
● ultra low operating noise 
● Innovative hydraulic system for easier servicing
● Climate protecting refrigerant Propane R290(GWP=3)
● Integral DHW cylinder 190L and water buffer tank

Vitocal 150 系列空气源热泵，提供灵活和舒适的生活热水解决方案

一体式设计的空气源热泵，即使室外温度低至 –10°C，也可实现高达 
70°C 的供水温度。可以在现有建筑物中实施非常灵活的采暖和制冷
解决方案

150-A 室内机

151-A 室内机
集成DHW水箱

Keymark



Vitocal 200-S 分体式空气源热泵

功率 COP (适用于 A7/W35) 欧标能效 噪音 供水温度

2.6至10.4 kW 5.2 A+++/A++ 35 dB(A) 60°C

高质量工业设计外观

效率高，运行成本低

极低噪音运行

便于维修的创新水力系统

R32环保制冷剂

非常适合与光伏系统和蓄

电单元结合使用

● high quality design of the indoor and outdoor unit
● Low running costs due to high efficiency
● ultra low operating noise 
● Innovative hydraulic system for easier servicing
● Climate protecting refrigerant Propane R32
● Ideal for combining with a photovoltaic system and 

power storage unit

Vitocal 200-S 可实现高达 60°C 的高供水温度，这使得新型分体式空气
源热泵特别适用于节能新建建筑

Keymark



Vitocal 222-S 分体式空气源热泵

功率 COP (适用于 A7/W35) 欧标能效 噪音 供水温度

2.6至10.4 kW 5.2 A+++/A++ 35 dB(A) 60°C

高质量工业设计外观

效率高，运行成本低

极低噪音运行

便于维修的创新水力系统

R32环保制冷剂

非常适合与光伏系统和蓄

电单元结合使用

● high quality design of the indoor and outdoor unit
● Low running costs due to high efficiency
● ultra low operating noise
● Innovative hydraulic system for easier servicing
● Climate protecting refrigerant Propane R32
● Ideal for combining with a photovoltaic system and 

power storage unit

该落地式紧凑型产品是高效热泵技术和高舒适性DHW产品的智能组合 
这要归功于内置的一体式 190 升 DHW 水箱

Vitocal 200-S 可实现高达 60°C 的高供水温度，这使得新型分体式空气
源热泵特别适用于节能新建建筑

Keymark



Vitocal 100-S 分体式空气源热泵

功率 国标能效 欧标能效 噪音 供水温度

2.6至16 kW 一级能效 A++/A+ 45 dB(A) 55°C

高质量工业设计外观

效率高，运行成本低

满足欧洲标准及国标一级能耗标准

满足制冷/制热/生活热水

智能自动化热泵控制系统

● high quality design of the indoor and outdoor unit
● Low running costs due to high efficiency
● Qualified with European Quality lable/Keymark/CN Energy level 1
● Available for heating/cooling/DHW
● Intelligent automatic heat pump controller system

Vitocal 100-S 采用分体式设计，非常适合新建的节能建筑
满足制冷，制热和生活热水的三联供系统需求
满足客户对于经济性的需求

Keymark



不同制冷剂 GWP 值对比



逆变器和储能电池

光伏组件

充电桩

空气源热泵

蓄热水箱

HEMS
家庭能源管理系统

热泵室内机

Viessmann 热泵与可再生能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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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ssmann 热泵系统应用案例



安装地点 斯洛伐克

使用设备 Vitocal 150-A A13

项目简介
项目采用热泵替换壁挂炉系统，高达70度的供水温度可完美适配散热器，成为老旧建筑物现代化改造的

理想解决方案。

斯洛伐克项目 Vitocal 150-A



安装地点 波兰

使用设备 Vitocal 250-A A13 + Vitodens 100-W

项目简介
不拆改原有壁挂炉系统的情况下，在原有的锅炉房增加热泵并与原有的Vitodens 100-W系统融合在一起，满足室

内制冷/制热/生活热水相关的需求

波兰项目 Vitocal 250-A + Vitodens 1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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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ssmann 暖通系统数字化转型



Viessmann 数字化体系架构

增值性服务

数字化服务

互联和平台

产品和系统



菲斯曼互联App - 面向C端的数字化服务平台

● 设备远程控制

● 设备状态查看

数字化服务 
B2C Offerings

● 异常状态实时提醒

● 智能定时模式制定



ViGuide – 面向B端的数字化服务平台

数字化服务 
B2B Offerings



Viessmann HEMS 家庭能源管理系统

光伏系统

热泵

逆变器和储能电池

智能家居系统

充电桩

能源管理系统

菲斯曼互联App ViGuide 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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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ssmann 复合能源系统+HEMS解决方案视频展示





● 加大推广和普及热泵技术的力度，适时地进行合理补贴

● 引导热泵上游和下游产业链健康发展，通过规模发展降低成本

● 鼓励企业优化产品设计，使用更加环保的制冷剂，产品设计小型化，提高能效，

降低噪音等方向发展

● 建立和培育标准的施工，安装和售后服务体系，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

● 推广复合系统，如空气源热泵加燃气炉或者太阳能光伏

● 推广家庭和商业能源管理系统，优化系统运行，实现系统节能

Industry policy proposals 行业政策建议




